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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源NO对缺铁胁迫下花生生理特性的影响

张秀玮1，张民1’2，王全辉1，邱现奎1，胡国庆1，董元杰1，2。
(1山东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山东泰安271018；2国家缓控释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山东泰安271018)

摘要：为探讨外源NO对缺铁胁迫下花生生理特性的影响，采用溶液培养方法，研究了营养液中Fe(U1)一EDTA浓

度分别为0、10、100 p,moL／L条件下，外施250 gtmoL／L硝普钠(SNP，一种N0供体)对花生生理特性以及矿质元素

含量的影响。结果表明，在相『-3供铁水平下，外施NO可促进花生幼苗的牛长，提高根系活力、净光合速率、蒸腾速

率、气孔导度和叶片抗氧化酶活性，降低胞问CO：浓度和MDA含量，抑制花生对磷的吸收；在Fe(U1)一EDTA浓度

分别为0、10斗mol／L条件下综合效果更显著。在0、10、100 p．moL／L Fe(Ⅲ)一EDTA中施加SNP处理20 d后，叶片

活性铁含量分别比未施加SNP处理提高了130．7％、136．4％、56．1％，差异显著；同时植株伞铁含母及地f：部吸铁

量占植株总最的百分牢也显著提高。说明外源NO町促进铁从根部向植株地上部的运输以及植株体内铁的有效

性，提高了铁的运输和利用效率，有效缓解缺铁胁迫的抑制。同时，外施NO还可提高花生叶片叶绿素、类胡萝卜素

含量和叶绿素a／b值。在Fe(Ⅲ)一EDTA浓度分别为0、10 gmol／L条件下，添加SNP可以明显降低生长介质的

pH，比较I d内生长介质中pH变化看出，花牛在14 h左右分泌H+的能力最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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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exogenous nitric oxide on phys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peanut under iron—deficient st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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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Nitric oxide(NO)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crop growth and development．A hydroponic experiment

Was conducted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sodium nitroprusside(SNP)，a NO donor，on seedling growth，root

activity，chlorophyll，photosynthetic characteristics，active oxygen metabolism and mineral element contents in pea-

nut(Arachis hypogaea Linn．)plants and the change of pH in the culture medium．There were three treatments，0，

10 and 100斗mol／L Fe(Ⅲ)-EDTA．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plant growth，root activity，net photosynthetic rate

(Pn)，transpiration rate(Tr)，stomatal conductance(Gs)and active oxygen metabolism are significantly in—

creased under the application of 250 i．LmoL／L SNP，while the intercellular C02 concentration(Ci)，the contents of

MDA and phosphorus(P)are decreased．The effects are more significant under the Fe(III)-EDTA concentration of

0 and 10 iLLmol／L than those of 100 vLmol／L．Compared with the treatments of0，10 and 100耻mol／L Fe(Ⅲ)一ED—

TA，the contents of active Fe of leaves at 20 days’cultivation[1i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by 130．7％，136．4％and

56．1％under the treatments of SNP+0，10 and l00 lLLmol／L Fe(Ⅲ)一EDTA．At the same time the total iron con-

tent of the plants，the percentage of shoot's total iron absorption to that of the pants are also significandy increased．

These indicate that the NO donor can increase the transportation of iron and the efficiency of utilization of iron and

then alleviate the damage of Fe stress．The exogenous NO can increase the chlorophyll contents，carotenoid content

and the ratio of chlorophyll a and chlorophyll b．Under Fe(11I)-EDTA concentration of 0 and 10斗mol／L，the印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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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ication of SNP obviously lowers the pH of nutrient medium，and the pH is the lowest at 14 h．

Key word：nitric oxide；ferrous stress；peanut；phys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缺铁植物叶绿素分子不能正常合成，发生缺铁

失绿症状⋯。铁是光合作用电子传递链中的必需

元素，光合系统I(Ps I)、光合系统Ⅱ(PsⅡ)和细

胞色素b／f复合物(Cytb。／f)中都含有铁，植物缺铁

会影响光合电子传递，甚至影响光合放氧o”o和1，5

一二磷酸核酮糖羧化酶／加氧酶(RuBisC0)活性和光

合碳同化o¨J。铁作为植物体中某些抗氧化酶的辅

基成分，通过价态变化传递电子，清除某些有害的活

性氧分子，从而保护植物免受活性氧的损伤。缺铁

条件下，这些酶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从而影响了植

物抗逆性。

近年来，一氧化氮(NO)已成为植物学领域的

研究热点。它作为一种重要的信号分子，参与植物

生长发育的许多过程，如诱导种子萌发和去黄化、抑

制胚轴延长【6J、参与植物呼吸作用p1以及光形态建

成旧1等。NO以其3种不同的存在形式与铁反应，

通过调节铁调节蛋白(IRPl和IRP2)的mRNA结合

活性而在细胞铁代谢过程中起着双重作用一J。研

究表明，外源NO缓解了由缺铁引起的玉米叶片黄

化症状，显著提高了叶片叶绿素含量¨训；缺铁胁迫

增加了玉米叶片中活性氧的产生，导致玉米叶片氧

化胁迫，而外源NO通过直接与活性氧(ROS)反应

或改变ROS清除酶活性减轻玉米植株受到的氧化

损伤，从而起到保护作用¨1|。由于禾本科植物根部

能分泌植物高铁载体，可显著促进铁的吸收，使得小

麦、玉米等作物在自然条件下一般不表现出显著的

缺铁症状；而豆科作物如花生在石灰性土壤上则易

出现缺铁黄化症状。目前，关于NO的研究多集中

在缓解盐胁迫方面，关于NO缓解花生缺铁的研究

尚未见报道。因此，本文对NO处理的缺铁胁迫花

生幼苗的生长状况、叶绿素含量、光合特性、活性氧

代谢、矿质元素含量等进行了研究，并对相关机理作

初步探讨。

1材料与方法

1．1试验设计

试验在山东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植物营养

学实验室进行。供试花生(Arachis hypogaea Linn．)

品种为小白沙。种子经消毒处理后播于湿润的蛭石

中，出苗后用完全营养液浇灌，生长2 d后选长势一

致的幼苗，保留子叶移栽到2 L黑色塑料盆中进行

预培养，每盆种植4株。完全营养液配方(moL／L)：

K2S047．5×10_4、KH2P04 2．5×10-4、KCI 1．0×10_4、

Ca(N03)2·5H20 2．0 x 10。、MgS04·7H20 6．5×

10‘4、Fe(Ⅲ)-EDTA 1．0×10。4、H38031．0×10弓、

MnS04·H20 1．0×10．6、CuS04·5H20 5．0×10_7、

ZnS04·7H20 1．0×10．6、(NH4)6M07024 5．0×10。。

溶液pH值用H：SO。或稀NaHCO，调节到6．3。幼苗

生长条件的室内昼／夜温度为25／18℃，光强为100

p,mol／(m2·s)，光照时间14 h／d。

花生幼苗在完全营养液中生长5 d后进行处理。

共设：1)对照，营养液中不含铁及硝普钠(sodium

nitroprusside，SNP)；2)SNP处理，250 OanoL／L SNP，

不含铁(SNP作为一种NO供体，为花生提供NO)；

3)低铁处理，10 ttJ】nol／L Fe(Ⅲ)一EDTA；4)低铁+

SNP处理，10¨．,nol／L Fe(11I)一EDTA+250 p．mol／L

SNP；5)正常铁处理，100斗mol／L re(HI)-EDTA；6)

正常铁浓度+SNP处理，100 I．t,moL／L re(1lI)一EDTA+

250斗mol／L SNP等6个处理，分别用CK、SNP、Fe

(L)、re(L)+SNP、re(H)、Fe(H)+SNP表示。每个

处理3次重复，每隔1 d更换一次营养液。分别在处

理10、20 d后取样进行分析测定。

1．2测定项目与方法

1．2．1植株生物量、根系体积及根系活力的测定

处理20 d后，收获植株并将地上部和地下部分开，

蒸馏水冲洗干净，称鲜重；然后在110℃下杀青，

70℃烘干至恒重，测于重。处理10 d后，采用排水

法测定根系体积；采用TTC法¨副测定根系活力。

1．2．2花生营养液pH的测定处理后第4 d，营养

液初始pH调为6．3。从6：00～18：00，每隔2 h用

PHsJ-4A型pH计测营养液的pH值，观察不同处

理的花生根系在第1 d内分泌H+量的动态变化；

处理的第2 d开始，每天下午14：00测定营养液

的pH。

1．2．3叶片中活性铁含量的测定处理10、20 d后

取上部新叶用1 mol／L盐酸提取，原子吸收分光光

度计测定滤液中铁含量【1引。

1．2．4叶绿素含量的测定处理10、20 d后，取完全

展开的幼叶，加96％的乙醇研磨成匀浆，定容在25

mL容量瓶内，分别在663、646、470 nm测定吸光值，

计算出叶绿素和类胡萝卜素含量¨4。。

1．2．5光合参数的测定处理20 d后取主茎倒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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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于上午9：00～10：00，采用CB一1102型便携式

光合蒸腾仪(北京雅欣理仪科技有限公司生产)测

定净光合速率(Pn)、蒸腾速率(Tr)、气孔导度

(岱)、胞间CO：浓度(Ci)。

1．2．6抗氧化酶活性及MDA含量的测定处理20

d后，取自上往下数第二片全展叶，加1 mL磷酸缓

冲液(O．05 mo]／L，pH 7．8)，冰浴研磨。研磨后再

加l mL缓冲液，倒入离心管中，再用2 mL缓冲液

清洗研钵，倒入离心管中，平衡，低温(0～4℃)离心

20 min(10500 r／min)，取上清液进行测定。超氧化

物歧化酶(SOD)活性用氮蓝四唑(NBT)法¨40；过

氧化物酶(POD)活性用愈创木酚法¨副；过氧化氢

酶(CAT)活性用紫外吸收法¨40；丙二醛(MDA)含

量用硫代巴比妥酸法¨40测定。

1．2．7矿质元素含量的测定全铁含量采用硫酸一

硝酸一高氯酸消煮，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测定¨刮；

植株全氮采用硫酸一过氧化氢消煮，半微量开氏法

进行定氮⋯1；植株全磷采用硫酸一过氧化氢消煮，

钼锑抗比色法测定ⅢJ。

试验数据采用Excel 2003软件处理数据；采用

DPS 7．05软件进行统计分析，最小显著极差法

(LSD)进行差异显著性检验(P<0．05)。

2结果与分析

2．1外源NO对花生幼苗生长及根系活力的影响

不同浓度的Fe(m)-EDTA和SNP处理均可不

同程度地提高花生幼苗的鲜重、干重和根冠比。

表1看出，SNP处理，幼苗鲜重、干重、根冠比比CK

分别提高了71．9％、118．8％、131．1％，差异显著；

比Fe(H)处理分别提高了2．9％、4．1％、75．5％。

Fe(L)+SNP处理可显著提高幼苗干、鲜重和根冠

比，其鲜重、干重和根冠比分别比Fe(L)处理提高了

57．3％、45．9％、170．7％，差异显著。高铁条件下，

添加SNP仍可提高幼苗干、鲜重和根冠比，与Fe

(H)处理相比，Fe(H)+SNP处理使幼苗鲜重显著

提高了42．2％。说明外源NO可提高花生幼苗的

干、鲜重和根冠比；在相同的供铁水平下，不含铁和

低铁条件提高效果更显著。

表l外源NO对花生幼苗生长及根系活力的影响

Table 1 Effects of the NO donor on fresh weight，root／shoot ratio。dry weight-root volume and root activity of peanut

注(Note)：Fe(L)一lO pmol／L Fe(Ⅲ)-EDTA；Fe(H)一100 ixmol／L Fe(n1)一EDTA

表1还看出，SNP处理花生根系体积比CK增

大了138．8％，比Fe(H)处理高24．5％；Fe(L)+

SNP处理根系体积比Fe(L)处理增大了103．8％，

差异显著。高铁条件下，添加SNP处理对根系体积

的增大仍有显著作用，Fe(H)+SNP比Fe(H)处理

提高了46．8％，但提高幅度比不含铁和低铁条件下

添加SNP要小。

根系活力反映了植物根系的整体发育状况，是

根系生命力的综合评价指标。与对照相比各处理均

可显著提高花生根系活力。SNP处理花生根系活力

分别是CK和Fe(L)处理的185．7％和159．4％；Fe

(L)+SNP、Fe(H)+SNP处理根系活力分别是Fe

(L)和Fe(H)处理的169．4％和116．6％。说明外

源NO在缺铁和正常生长条件下均可促进花生根系

的生长，提高其根系活力，从而促进植株对营养物质

的吸收、运输、转化以及地上部的良好生长。

2．2外源No对花生生长介质pH的影响

不同处理花生生长介质第1 d内pH的动态变

化(图1A)看出，除Fe(H)、Fe(H)+SNP外，各处

理的pH值从早晨6时开始逐渐下降，下午14时接

近最低点，以Fe(L)+SNP处理的pH值由初始的

6．30下降到5．66，降低了0．64个单位，下降幅度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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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至18时生长介质的pH为5．98；SNP处理，降

低了0．28个单位，之后又缓慢上升，至18时生长介

质的pH为6．05。Fe(H)及Fe(H)+SNP处理，pH

略有上升；而CK、Fe(L)Fe(L)+SNP处理pH变

化幅度较小。比较1 d内生长介质的pH变化可以

看出，花生在14时左右分泌H+的能力最强。

图l(B)表明更换营养液后3 d内花生生长介

质pH的变化情况，本试验初始营养液的pH为

6．30。结果表明，更换营养液1 d后，各处理介质

的pH均略有下降，其中Fe(L)+SNP处理由6．30

下降到5．93，降幅为0．37个单位，SNP处理由

6．30下降到6．02，降低了O．28个单位。更换营

养液后第2 d后pH仍表现出下降趋势，到第3 d

时，re(L)+SNP处理下降了1．43个单位，SNP处

理下降了1．00个单位，对照和Fe(L)处理分别下

降了0．66、O．53个单位，Fe(H)、Fe(H)+SNP处

理分别下降了0．50、0．47个单位，曲线变化平缓。

一般而言，铁以Fe“、Fe3+或铁的整合物形式被植

物吸收，但主要是以Fe2+的形式被吸收。Fe3+在

被吸收之前必须先还原¨8|。缺铁胁迫下，外源NO

通过促进花生分泌H+量的增加，降低介质pH，促

进Fe3+的还原。由于到第3 d时生长介质pH下

降过低，为避免造成的毒害，营养液应每隔1 d更

换一次。

6：oo 8：00 lO：oo 12：00 14：00 16：oo 18：00 0 l 2 3

时间(o’clock)Time 时间(d)Time

图1外源NO对花生生长介质第1 d(A)和3 d(B)内pH变化的影响

Fig．1 Effects of theNO donor on the change of pH in culture medium within 1 day(A)and 3 days(B)

[注(Note)：Fe(L)--10 pmml／L Fe(u1)一EDTA；Fe(H)一100 p．mol／L Fe(Ⅲ)一EDTA]

2．3外源NO对花生叶片活性铁含量的影响

表2看出，处理10 d后，SNP处理活性铁含量

比CK提高了645．5％，比Fe(H)处理高8．8％；Fe

(L)+SNP比re(L)处理提高了42．7％；Fe(H)+

SNP比Fe(H)处理提高了2．3％。处理20 d后，

SNP处理活性铁含量比CK提高了130．7％，比Fe

(H)处理还提高了76．3％；re(L)+SNP比Fe(L)

处理提高了136．4％；Fe(H)+SNP比Fe(H)处理

提高了56．1％，差异显著。有研究认为，全铁含量

并不能很好地反映植物的铁营养状况¨9。，植物缺铁

失绿的原因往往不是由于体内铁的总量不足，而是

起生理作用的活性铁含量不足。以上结果表明，在

缺铁和正常生长条件下，外源NO均可提高叶片中

活性铁含量，提高植物体内铁的利用效率。在相同

供铁水平下，外源NO对新叶中活性铁含量的提高

效果，在缺铁和低铁条件下更为明显。

2．4外源NO对花生叶片叶绿素含量的影响

叶绿素含量是一个被广泛用于评证植物铁胁迫

状况的指标ⅢJ。试验看出，对照处理花生新叶出现

表2外源NO对花生叶片活性铁含量的影响(nw,／kg)

Table 2 Effects of the NO donor on the active

Fe content of leaves of peanut

处理 处理后天数Days after treatment(d)

Treatment 10 20

注(Note)：Fe(L)一lO pxaol／L Fe(111)一EDTA；Fe(H)一100

ttmol／L Fe(111)-EDTA．数值后不同字母表示处理间差异达5％

Values followed by different letters mean significant at 5％level．

明显的脉间失绿现象，SNP和re(L)处理的花生无

明显缺铁症状，但叶色较浅；Fe(L)+SNP、Fe(H)、Fe

(H)+SNP处理的花生叶色正常。由图2可知，处理

10 d后，SNP处理的花生叶片中叶绿素a、叶绿素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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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索∥b伉和类胡萝h索古餐比对照分别提高了

17 7％西5％、14．2％、10 8％和16 5％；比Fe(【)处

理提高r 7 I％、2 O％、5 6％、5 2％和6 8％。Fc

(I．)+SNP比Fe(L)处理分别提高了11 0％3 5％、

8 7％、7 3％和盟3％；Fe(H)+SNP比Fe(H)处理

分别提高了4 1％、2 3％、3 5％、1．4％和2 0％。处

理20 d后，SNP处理叶绿素a含量比cK提高r

l
i岂

{i
：《

。犀
萋

3 0

参
5

1 0

17 9％：h(I，)、Fe(L)+SNP、Fe(H)、Fe(H)十5NP

处理叶绿素b含量比CK显著提高。其他处理间无明

显差异。艮(L)+SNP、Fe(tt)．Fe(H)+SNP处理类

胡萝^素含量比CK分别提高丁40．3％、37 5％、

43 7％。说明外源NO可以有效缓解蚨铁胁迫F对

花生叶H叶绿素、类胡萝h索含量技叶绿索∥I，比值

的抑制，缓解花牛的黄化症状。

10 20 10 29

Hl fmDav5

口CK口SNI’口H【}口FeE1)+SNPⅢ⋯口Fe(H¨LSNi>
围2外谭NO对花生叶片叶埠素、粪胡萝h素音量的影响

ng．2 EffMts Hthe NO d⋯cI_l a。Chl．b．∞№0jd∞ntcnlg and Chl a／b

＆(Note)：n(『)10 p∞oi／Lhf■)一EDTA Fe(H)100；smd／L FefⅢ)一EDTA#^fR}4&i*月目差R45％**m}

Dlffemntl叶k_^mvEtheh m哪q柚c“川a1％l“d j

2．5外源NO对花生叶片光台参数的彰响

Fe(Ⅲ)ED’rA和SNP处理均可显著提高花

生叶片的Pn和’Fr；SNI’处理Hr娃著提高cs．降低

cl。Fe(L)+SNP处理比Fc(I)处理的Pn、Tr和

Gs显著提高，a显著降低：Fe(H)+SNP处理比

Fe(H)处理的Pn显著提高．n和cs也有所提高，

但差异不显著，c·显著降低(表3)。缺铁胁迫下，

植物口十片Pn降低的主要有气孔部分关闭导致的

气孔限制和叶肉细胞光合活性下降导致的非气孔

限制两类周素。等cj降低和岛下降，则气孔甩制

因素是主要的；而当c·升高和cs F降则非气孔

因素是主要的”⋯。奉试验表明，与10、100

；Lmol／L Fe(Ⅲ)一EDTA处理相比，营养{瘦不含铁的

情况下，c r升高，cs降低，此时非气孔限制成为丰

要囡索，外施NO可使花生叶片的Pn和Tr．u投

岛显著提高，c-显著降低。

2 6外源NO对花生叶片抗氧化酶活性殛MDA

含量的影响

2 6 1对花生叶片抗氧化酶活性的影响 SOD、

POD，CAT是植物体甫要的活性氧清除酶，能减轻细

胞由于膜脂过氧化作用而引起的伤害程度。田3显

示，与对照相比．SNP、n“)+SNP、Fe(H)+SNP

处理均可显著提高花生叫片的SOD活性，SNP处

理SOD的活性是CK处理的133 3％．Fe(1．)+SNP

处理SOD}^性是Fe(L)处理的L26 9％；h(H)+

$NP处理也显著提高SOD活性，达到,refH)处鲤

的115 8％。

各处理均町不同程度地提高POD活性。SNP

处理可使POD活性达到对照的132 I％．Fe(L)+

SNP处理达到Fe(L)处理的108 5％；Fe(II)+SNP

处理达到Fe(H)处理的103 7％。SNP、Fe(I，)+

SNP、Fe(11)+SNP处理的CAT活性比对照显著提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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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疆抽《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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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外源NO对花生叶片净光合速率、蒸腾速率、气孔导度和胞间CO：浓度的影响

Table 3 Effects of the NO donor on the net photosynthetic rate(Pn)，transpiration rate(Tr)，stomatal conductance

(Gs)and intercellular C02 concentration(Ci)in leaves of peanut

注(Note)：Fe(L)一10 ttmol／L re(U1)-EDTA；Fe(H)一100 pjnol／L re(n1)一EDTA．数值后不同字母表示处理『HJ差异达5％显著水平

Values followed by different letters mean significant at 5％level．

高，其中，SNP处理是CK的129．1％，Fe(L)+SNP

处理是Fe(L)处理的116．3％，差异显著；Fe(H)

+SNP处理是Fe(H)处理的108．6％。

综上可知，外源NO可提高花生叶片抗氧化酶

活性，减轻缺铁胁迫的危害；且在相同供铁水平下，

不含铁和低铁条件下提高效果更显著。

2．6．2对花生叶片MDA含量的影响图3还看出，

蓦 喜 耋
太 ‰ 土

多 詈山 山

各处理均可不同程度地减少花生叶片内MDA含

量。SNP处理，MDA含量比CK降低了11．0％，Fe

(L)+SNP处理比CK和Fe(L)处理分别降低了

27．8％、20．7％，差异显著；而Fe(H)+SNP处理与

Fe(H)处理相比差异不显著。说明在不含铁和低铁

条件下，外源NO可缓解缺铁胁迫的危害，达到与正

常供铁处理相似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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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外源NO对花生叶片SOD、POD、CAT活性和MDA含量的影响

Fig．3 Effects of the NO donor on SOD，POD，CAT activities and lVlDA content in leaves of peanut

[注(Note)：Fe(L)一lO p,mol／L Fe(m)-EDTA；Ve(H)一100 ttmol／L Fe(m)-EDTA．柱上不同字母表示处理fHJ差异达5％显著水平

Different letters above the bars∞n significant at 5％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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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外源NO对花生矿质元素吸收的影响

地上部吸铁量占整株的百分率反映了花生由根

部向地上部运输铁素能力的差异。不同浓度的Fe

(Ⅲ)一EDTA和SNP处理均可显著提高花生地上、

地下部铁含量，且地上部含铁量高于地下部。表4

看出，SNP处理，花生地上、地下部含铁量分别比CK

提高了80．6％，43．1％，Fe(L)+SNP处理比Fe(L)

处理地上部含铁量显著提高，而地下部降低；Fe

(H)+SNP处理比Fe(H)处理地上、地下部含铁量

分别提高了42．O％、13．4％，说明外源NO对花生地

上部含铁量的影响比对地下部大。

计算地上部含铁量占整株的百分率发现，SNP

处理的花生地上部含铁量占整株的15．4％，CK占

整株的12．6％，Fe(L)+SNP、Fe(H)+SNP处理分

别占14．7％、9．3％；而Fe(L)和Fe(it)处理分别占

11．2％、7．6％。随着供铁水平的提高，花生地上部

含铁量占整株的百分率有所降低，说明在缺铁和低

铁条件下，物体在保证根部维持一定含铁量的情况

下才向地上部运输，在同样供铁水平下，外源NO会

促进铁向地上部的运输，提高植物对铁的利用和再

利用效率。

SNP处理花生地上部含N量比对照提高了

20．7％，Fe(L)+SNP处理比Fe(L)处理提高了

13．1％，差异显著。高铁条件下添加SNP处理差异

不显著，而同样施铁水平下添加SNP对地下部分含

N量的提高效果也显著。缺铁条件下，添加SNP处

理，花生地下部含P量显著降低，地上部差异不

显著。

表4外源NO对花生矿质元素含量的影响

Table 4 Effects of the NO donor on mineral contents of peanut

注(Note)：Fe(L)一lO tznlol／L Fe(U1)-EDTA；Fe(H)一100 tzmol／L Fe(1U)-EDTA．数值后不同字母表示处理问差异达5％显著水平

Values followed by different lettersmm significant at 5％level．

3讨论

影响有效铁供应量的因素很多，主要有土壤中

的有效铁及全铁含量、pH值、重碳酸盐含量、有机质

含量、氧化还原电位、土壤中其它养分(如N、P、Cu、

Mn、Zn、Mo、Ni)等。其中土壤pH、氧化还原电位

值、碳酸钙是影响铁有效性的主要因子旧1。根据不

同植物对缺铁胁迫的适应能力的差异性，植物对铁

胁迫的抗性机理可分为非适应性机理和适应性机

理。在适应性机理中，根据植物种类的不同划分为

机理I和机理Ⅱ植物∞J。花生属于机理I型植物，

在缺铁胁迫下可通过激活H+-ATPase而使土壤酸

化，从而增加铁的可溶性；并通过一种特异的根部

还原酶将Fe¨一螯合物还原，根系中Fe3+被还原为

Fe2+后，Fe2+通过它的转运蛋白(Transporters)跨越

根部的细胞质膜而被转运ⅢJ。

大量研究表明，NO在植物信号转导以及植物

抗逆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SNP常被作为NO的

一种供体，用于研究外源NO对植物生长的作用。

据报道，NO可以提高盐胁迫下小麦幼苗根系质膜

的质子泵(H+一ATPase)和H+一焦磷酸酶(H+一

PPase)活性嗌J。本试验研究花生生长介质中l和3

d内pH动态变化看出，在Fe(n1)-EDTA浓度为0、

10 ttmol／L的营养液中添加250 ttmol／L SNP，生长

介质pH明显降低，这可能是因为外源NO提高了花

生根系质膜的H+-ATPase和H+一PPase活性，通过

ATPase的水解产生大量质子并泵出细胞质，提高了

介质的H+浓度，降低介质的pH，这与前人的研究

结果一致。

铁能以Fe“、Fe3+或铁的螯合物形式被植物吸

收，除禾本科植物可以吸收Fe3+外，Fe3+只有在根

系表面还原成Fe2+以后才能被吸收。本试验在相

万方数据



672 植物营养与肥料学报 17卷

同供铁水平下添加SNP，处理20 d后花生叶片活性

铁以及花生植株全铁含量均显著升高，说明外源

NO可以通过降低生长介质的pH促进介质中Fe3+

被还原为Fe2+进而被吸收。同时，相同供铁水平

下，添加SNP花生地上部全铁含量占整株的百分率

有所提高，说明外源NO促进了铁由地下部向地上

部的运输。有研究表明，质外体pH的变化不仅能

影响铁的跨膜运输，还能影响淀积在质外体中铁的

活化Ⅲ]。活性铁含量比全铁含量能更准确反映植

物的铁营养状况【l3|。植物缺铁失绿的原因不是体

内铁的总量不足，而是起生理作用的活性铁含量不

足。研究中常发现失绿叶片植株的根系铁浓度很

高，而将其转移至铵态氮或pH 3．5的介质中3 d后

叶片即有复绿现象，并发现根系铁浓度大大降

低ⅢJ。本试验研究也发现，添加SNP处理的花生叶

片活性铁含量显著高于未施用SNP的花生，花生叶

片的叶绿素含量也有所提高，说明外源NO通过降

低花生生长介质的pH促进了花生根系中铁的活

化，被活化的铁运至地上部可以参与叶绿素合成。

根系活力反应了植物根系的生长发育状况，是

根系生命力的综合评定指标。据报道，NO可代替

生长素作用，促进侧根及不定根生长发育口卜28I。本

试验结果显示，SNP处理可显著提高花生根系体积

及根系活力，这与前人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说明

外源NO可促进花生根系的生长，提高其根系活力，

从而促进缺铁胁迫下植株对营养物质的正常吸收、

运输、转化以及地上部的良好生长。

由于叶绿素、光合速率等参数可反映光合机构

内部一系列重要的调节过程，因此叶绿素、光合速率

等参数可作为一个便捷的指标直接衡量铁和外源

NO作用于光合过程的效果。试验中采用SNP处理

的花生叶片中叶绿素含量与对照相比均有所提高，

在低铁和正常供铁条件下添加SNP也得到相似的

结果。虽然SNP分子中的铁能够被植株吸收，但是

并不能引起叶绿素含量的增长惮J，说明SNP逆转黄

化的作用只是NO作用的结果。

已有研究表明，植物叶片Pn降低的因素主要有

由于气孔的部分关闭导致的气孔限制和叶肉细胞光

合活性下降导致的非气孔限制两类。测定花生叶片

的光合参数发现，与各处理相比，对照花生Ci升高

及Gs下降，说明此时非气孔限制成为主要因素。外

施NO可使花生叶片的Pn、Tr以及Gs显著提高，Ci

显著降低。叶绿体光合电子传递系统中的细胞色

素、细胞色素氧化酶、铁氧还蛋白中的铁卟啉中都含

有铁，缺铁必将影响这些含铁蛋白质的功能，致使电

子传递受到阻碍，从而影响到整个光合作用的效率。

NO促进了玉米叶片叶肉细胞和维管束鞘细胞中叶

绿体的发育和缺铁玉米类囊体膜色素蛋白复合体的

装配并显著提高了光合链的电子传递速率，使叶片

光合活性得到极显著增加闭J。本研究表明，外源

NO可提高花生叶片中活性铁含量，因此外源NO提

高花生叶片PIl的可能机理是：一方面，外源NO通

过促进植株体内铁的有效性提高这些含铁蛋白的功

能间接促进花生叶片Pn，这与前人研究结果一致；

另一方面，在相同供铁水平下添加SNP显著提高了

花生Pn，是NO通过促进花生叶片中叶绿素含量的

升高间接提高Pn。

铁是某些抗氧化酶的辅基成分，铁型超氧化物

歧化酶(Fe—SOD)、过氧化氢酶(CAT)、过氧化物酶

(POD)和抗坏血酸过氧化物酶(APX)的分子中都

含有铁，通过铁的价态变化传递电子，对一些有害的

活性氧分子起到清除作用，从而保护植物免受活性

氧的损伤；在缺铁条件下，这些酶受到不同程度的影

响，从而影响了植物的抗逆性mJ。外源NO缓解氧

化胁迫的机理主要有以下几点：1)NO可以作为一

种抗氧化剂清除活性氧【3¨；2)NO提高了光合色素

含量并提高了净光合速率，降低活性氧的产生。

SNP处理显著提高了花生净光合速率为以上推论提

供了依据；3)通过促进植株体内铁的有效性间接促

进了SOD、POD和CAT活性的提高。因为SOD、

POD和CAT都是含亚铁血红素的酶，其活性很容易

受到缺铁胁迫的影响，在低铁和缺铁条件下采用

SNP处理，花生叶片中SOD、POD和CAT都可以保

持较高的活性。

NO通过提高植物体内铁的运输和提高铁在植

物体内的有效性来逆转玉米的缺铁失绿症【10|，本试

验看出，在相同供铁水平下添加SNP可以提高花生

地上部吸铁量占植株总量的比率，说明外源NO可

以促进铁从花生根部向地上部的运输；随着供铁水

平的提高比率有所下降，这主要是植株总的含铁量

增加造成的。缺铁条件下采用SNP处理，花生地下

部P含量显著降低，说明缺铁条件下外源NO可在

一定程度上抑制花生根系对P的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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